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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
CA學佛，要學得快樂灑脫，充

滿法悅，不要關閉自己，把

自己阻隔於山河大地之間。

天下大禪佛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晉州（山西）的霍山景通禪師，生

平不詳，只知得法於袁州（江西）的

仰山慧寂禪師。

霍山景通禪師初次上山拜見仰山慧

寂禪師的時候，仰山慧寂禪師正在閉

目禪坐，並沒有理會他。

霍山景通禪師看到這樣的情景，知

道仰山慧寂禪師有意考驗他，於是，

不等仰山慧寂禪師開口，就自顧自朝

旁邊的蒲團坐了下來，悠然自得地看

著仰山慧寂禪師，並且笑吟吟地說：

「啊，這就是了！西天二十八祖是如

此，中華的六祖是如此，禪師也是如

此，景通我也當是如此。」

仰山慧寂禪師聞言睜開眼睛，看著

霍山景通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

，忍不住覺得好笑，但他還是板著面

孔，拿起藤條朝著霍山景通身上打了

四下，並且問說：「誰讓你在這裡閒

言雜語？你叫什麼名字？」

霍山景通只是由著仰山禪師打，沒

有迴避，他瀟灑自在地說：「集雲峰

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仰山慧寂禪師點點頭，就這樣，霍

山景通禪師算是初步通過考驗，從此

便留在仰山慧寂禪師門下參學。

禪者，怪異的行動很多，但是大德

禪師們總能對他們給予包容、給予提

攜；所以在禪門，不論棒喝也好，揚

眉瞬目也好，雖然沒有語言上的交流

，就看彼此的印心如何了。有的弟子

為了要找老師會有一些怪異的言論，

而有一些老師找弟子會說一些不容易

讓人懂的言語，但彼此只要能會心，

就是找到入處了。

時間 活動名稱

即日起 佛光山西來寺暫停開放

1／13
（三）

光明燈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1／27
（三）

2020年光明燈圓燈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2／5
（五）

大悲懺法會
（線上視訊，7：30pm）

電視弘法：洛城18中文台
周一至周四（6：50pm）、周五（6：30pm）

佛光山西來寺近期活動

鹿港花獅創作
融入八家將臉譜

【人間社記者王麗婷洛杉磯報導】佛光

山西來寺今年元旦舉行線上「祈求世界和

平法會」，邀請北美多元宗教代表包含佛

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以及印度教等

，共同為世界祈福，也各自分享其人間弘

法的足跡，YouTube首播近2000人次同步

觀看。在充滿挑戰的疫情下，今年的祈福

更顯珍貴，藉此團結各宗教成員，彼此鼓

勵，為持續服務大眾而努力。

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首先獻上新年祝福

，祝大家擁有歡喜、健康、平安的2021年

，「讓我們以各宗教領袖的祝福，來迎接

新的開始」，雖然大眾還處在疫情的挑戰

中，甚至各種紛亂，但若每個人能放下偏

見與瞋恨，在內心修學和平、融和、慈悲

，將會享有世界的和平。

疫中生信心 為社會祝禱

加州參議員艾丘利塔（Bob Archuleta）

表示，即使大家因為疫情無法近距離祈願

，但仍然能為和平、為大眾祈禱；他表示

，曾多次參與西來寺活動，感動於佛光山

法師與佛光人對推動和平及慈悲的貢獻。

洛杉磯縣第4區政委Janice Hahn的代表

Lauren，感謝西來寺舉辦線上儀式，讓大

家仍能在一起祈願，以鼓勵受傷的人、失

去親友的人、失去工作的人。即使大眾面

臨生命轉折的一年，感恩一切因緣，讓眾

多宗教代表一起祈願。

準眾議員Young Kim肯定大眾對醫護人

員的幫助、抗擊疫情的毅力與勇氣，與大

眾一同為和平祈福，也為健康、平安及病

苦的人祈福。

天主教神父Father Alexei Smith為大眾獻

上祝福，也帶來教宗的祝福，「願不平等

消失，鼓勵大家相互幫助，相互尊重」。

紐約莊嚴寺Bhikkuhu Bodhi法師表示，

過去一年的生活圍繞著新冠疫情而變化

，「衷心希望疫情提醒我們每個人，感

受安定自在的生活最珍貴」。洛杉磯Bilal 

Islanmic Center清真寺伊斯蘭教領袖Imam 

Rashdan祝願大眾過著充滿福佑的日子。

心中有大眾 實踐慈悲力

基督教Rev.Jolene Cadenbach來自阿凱迪

亞市Congregational Church，她很高興能透

過祈求世界和平，真正地融和不同信仰的

兄弟姐妹，「願人人有能力去愛、行慈悲

及寬恕，感恩萬物，愛護萬物。」

印度教團體BAPS位於加州Chino Hill的

別分院，祝願大眾在此疫情期間找到心靈

的皈依、歡喜；隨後，以印度教的唱誦祈

求和平、遠離恐懼、常生歡喜、無諸困境

與悲傷。

除了宗教人士祝禱，活動亦穿插青年與

兒童表演。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用音樂供

養大眾，愉悅人心；佛光西來學校學員以

童真的歌聲搭配手語，演繹〈為和平點一

盞心燈〉。西來寺Dharma School的小朋友

，唱出了〈一閃一閃亮晶晶〉版本改編的

〈Manjusri Bodhisattva〉。

西來寺也分享其在地弘法歷程、扎根點

滴，以及佛光山以文化、教育、慈善、共

修接引大眾了解佛教、堅定信仰的過程。

隨後，慧東法師與北美各道場法師一同唱

誦《心經》，恭讀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為世界和平祈願文〉。

祈求世界和平法會的最後以《Be the 

Light》影音作為壓軸，細數2020年在疫情

下北美佛光山為當地所做的醫療物資捐贈

，全球佛光人用十多種不同的語言，道出

對醫護人員的感恩，點亮每個人的心燈。 

西來寺攜手各宗教 祈願世界和平

佛光山西來寺舉辦線上「祈求世界和平法會」，邀請北美多元宗教代表有

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印度教等，共同為世界祈福。圖為佛光青少

年交響樂團，以及佛光西來學校孩子，帶來音樂表演，撫慰人心。

� 圖╱佛光山西來寺提供�

【人間社記者許貞慧大樹報導】2021年

第一天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充滿幸福氣息，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以落實人我和敬、家

庭和順的理念，舉辦「百年好合」佛化婚

禮暨菩提眷屬祝福禮，恭請佛光山住持心

保和尚擔任證婚人、國際佛光會榮譽總會

長吳伯雄伉儷為主婚人、國際佛光會世界

總會副總會長劉招明伉儷為介紹人；40對

佳偶攜手走紅毯、138對菩提眷屬永結同

心，共同在三寶座前締結良緣。

悠揚樂聲繚繞大覺堂，身著白色小禮服

的親善大使，優雅地在紅毯邊祝賀才子佳

人；台南小天星幼兒園的小花童，為新人

領路走進會場。證婚人心保和尚帶領新郎

、新娘於三寶座前共同宣誓：相互扶持，

包容體諒，永結同心。隨後宣讀結婚證書

及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佛化婚禮暨菩提

眷屬祈願文〉，新人彼此交換信物，圓滿

儀式。

星雲大師透過影片祝福大家，人世間最

寶貴的是愛情，佛教徒不但講愛，更要將

愛昇華為慈悲，愛己也愛人，愛世間的善

美善良，彼此要互相諒解、信任、體貼和

讚美，大師期許新人要「真心不悔」，只

要彼此的愛不變，欣賞伴侶的好，就能幸

福一生。

證婚人心保和尚開示，佛教講因緣，夫

妻能共結連理，要相互包容、關照；家庭

就是道場，生活中的衝突，要以佛法的慈

悲、關懷與忍讓來經營，就能共組和諧家

庭。

主婚人吳伯雄分享與妻子相識70多年，

結縭近一甲子的婚姻哲學──「裝聾作啞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難免牙

齒碰舌頭，所以耳朵只收納愛的聲音，就

能減少衝突。

介紹人劉招明與陳秋琴結縭47年，談及

幸福哲學時他指出，夫妻的互動如跳探戈

，互有進退，才能有和諧的婚姻生活；要

牽手一生 佳偶佛前締良緣

以「行三好」經營家庭，不忘初心，「用

愛贏得愛，就能恩愛不渝」。

國際佛光會世界佛光青年總團執行長慧

傳法師勉勵新人們，夫妻是終生伴侶，「

伴」是由「人、半」兩個字組合；夫妻和

諧相處，首先要把自己變成半個人，以尊

重與包容相互扶持；「侶」則是上下兩口

，中間以斜線相連，表示夫妻在生活難免

有摩擦，要用巧智慧心來化解。

國際佛光會祕書長覺培法師表示，每年

元旦佛光山會舉辦佛化婚禮，今年倍覺溫

馨，有9對的佛光青年、佛光童軍參與，

可說從小看著他們長大，如今有著共同信

仰和理念，共組三好家庭，在大眾祝福中

能幸福美滿。

婚禮最後，在大慈育幼院的孩童獻唱〈

甜蜜的家庭〉、佛光青年歌詠隊唱跳〈美

好特質〉，將現場帶到最高潮；可愛的小

花童將喜糖分送在座觀禮者，願「有情人

終成眷屬」，佛前愛的承諾，佛法為慈航

，成就今世良緣。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舉辦「百年好合」佛

化婚禮暨菩提眷屬祝福禮，40對佳偶、138

對菩提眷屬，共同在三寶座前許下諾言。�

�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記者羅智華專題報導】投入獅頭

製作達數十個年頭的知名工藝師施順

榮，就從八家將臉譜得到靈感，將傳

統獅頭結合多變花樣、並融入立體浮

雕裝飾，孕育「鹿港花獅」。

「打從8、9歲時看到技藝精湛的舞

獅表演後，就為造型獨特的獅頭著迷

至今。」說起與獅頭製作的因緣，已

逾耳順之年的施順榮說，長大後更一

頭栽入獅頭製作領域裡無法自拔，一

路走來已近40載。

早年的閩獅都以綠色為主軸，又稱

為「青頭獅」，在喜歡追求創新的施

順榮眼中，彰顯台灣特色的閩獅不應

該如此低調，是要有多元變化，因此

萌生改革傳統閩獅的念頭。某天，他

看到宮廟活動，有八家將民俗藝陣登

場，從信仰來看，家將具有保護神明

、驅逐妖邪等功能，跟獅頭有異曲同

工之妙，而從八家將臉譜得到的靈感

。他決定跳脫傳統窠臼，讓「青頭獅

」跨越單一綠色，新增紅色、黑色、

黃色等顏色，創出「鹿港花獅」。

施順榮說，從正面看獅頭會覺得它

就像對著你笑，但從側面看則是獅眼

炯炯有神、具有威嚴；這正是「喜而

不輕、威而不怒」的鹿港花獅特色。

施順榮鑽研獅頭創作多年，但從不

藏私，曾有學生告訴他：「我非學不

可，請老師教導我！」學生的熱忱感

動了施順榮，讓他決定站出來開班授

課、收學生，一教就是20多個年頭，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為的就是傳承

這項有百年歷史的傳統工藝。

佛光新聞集錦

佛光山印度佛學院自去年12月底開始放

寒假，學生及佛光伽耶育幼院院童，在院

長妙軒法師的指導下學習編織技巧，並發

心為老人之家長者傳遞溫暖，贈予自製的

圍巾與襪套。妙軒法師及學務主任如繼法

師1月3日至「維達孤兒老人之家」（Veda 

orphan old age home）捐贈糧食，並帶來

學生手作的保暖衣物，大家非常歡喜，十

分感謝學生們所做的一切。老人之家創辦

人B. Rugwedini Veda Arya女士感謝佛光山

一直以來的協助，除了不定期捐贈食物，

也捐助往生者的喪葬費用。 （光軍）

印度 佛學院學員織圍巾送長者

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縣近日持續降雨，

導致多區拉警報，其中三保壇安老院嚴重

淹水。佛光山新馬寺接獲消息，1月3日即

刻啟動救災機制，集合佛光人力量行善，

為長者們緩解災情所帶來的的困境。十餘

位佛光青年穿梭於新馬寺大寮，從備料、

分裝、準備物資到派送，體現集體創作精

神。疫情嚴峻時刻偏逢水患來襲，大家不

忘遵循防疫規範，安全地將物資送到疏散

中心。新山佛光青年團團長盧湧權讚歎青

年的號召力及執行力，在有規畫、有制度

的領導下，快速完成各項任務。佛青陳欣

雅表示，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能看到

長者們的笑容，即感受到滿滿的感動與幸

福。 （胡柏瑜）

馬來西亞 佛青合力馳援災民物資


